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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Apple Polyphenols on Pulm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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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recognition of Chinese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world, the number of medica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is increasing rapidly. How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education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students, improve
the education mode and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Chinese students have become urgent problems faced by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e author proposed to apply the “international micro-course”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routine teaching, which aims at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medical experimental course,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cultivating the
spirit of teamwork amo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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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际化教育工作的不断深入及我国医学教育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不断提高，来华留学的医学生也不断
增多。如何做好医学留学生的教育工作，改进留学生教育模式、加强留学生和中国学生的沟通成为当前
各大高校面临的一个崭新又亟待解决的难题。笔者提出将中国学生与留学生的“国际微课”应用于教学
中，旨在提高医学实验课的教学质量，加强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交流以及培养学生之间的团队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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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日益增多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来华留学生教育蓬勃发展，医学本
科留学生教育在推进医学教育与国际接轨、提高学校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医学探索性实验对提高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等方面有重要
意义。因此，提高探索性实验的教学实效，对留学生和中国学生后续学习的顺利开展，综合素质的全面
提高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2. 留学生医学探索性实验课的教学现状
目前比较常见的留学生教学模式为“单向灌输式”和“无交流式”。“单项灌输式”：带教老师通
过 PPT 讲解，留学生按照规定步骤进行实验操作。由于老师和学生之间尚存在着交流上的障碍，部分学
生跟不上老师的节奏，难以理解实验内容[1]。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学习兴致不高、缺乏创新性见
解，他们只是为了完成实验任务而操作，而不是带着问题去进行思考与探究；“无交流式”：留学生多
以国家地域为划分单元进行交流，与中国学生的合作几乎为零，这使得留学生来华接受教育的环境优势
得不到充分地发挥，同时中国学生也失去了对外文化交流的机会。这对双方都是一个巨大的资源损失。
为了激发学生对实验课的兴趣，笔者在保留微课的基础上，提出将中国学生与留学生组成共同学习小组
进行国际化教学，增进中国学生与留学生的交流合作，促进多元思想的交流，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多元化[2]。

3. 国际微课的提出及意义
3.1. 国际微课的定义
国际微课是在“微课”的实践下融入中国学生群体的一种新型“国际课堂”。旨在打破传统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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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灌输和留学生群体与中国学生零交流的现状，促进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对自身掌握知识的互补与完善，
赋予课堂活力和创造力。
“国际微课”在保留微课的基础上，加入线上评估、互补匹配小组完成线下实验，着重强调学生群
体之间的互相学习交流，尤其是运用在留学生和中国学生群体。参与课程的学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自主
完成线上学习、线上单元知识点评估。基于线上评估数据，带教老师以互补原则对留学生和中国学生进
行合理化地线上学习匹配，成立学习小组。线下课程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交流讨论，共同完成实验操作。
“国际微课”是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共同进行的课堂，它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呈现碎片化的学习方式，
给留学生和中国学生提供一个有力的交流平台，加快留学生对我国思想教育的理解与吸收，同时将来自
世界各地的声音传送给中国学生，促进双方形成宽广的国际化视野和强烈的创新意识。

3.2. 国际微课的特点及意义
国际微课提供线上微课教学，其时长一般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主要针对课堂教学中的某个知识点(如
教学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疑点)，其内容更加精简，问题更加集中，主题更加突出，与留学生的认知特
点和学习规律相适应，有利于培养留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线上课程的录制和观看不
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老师和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录制或者观看微课视频[3]。
基于微课的基础上，国际微课提出在学生完成教学视频后进行单元知识点评估。这种检验性的课后
测试，给学生提供实时的学习反馈，加深对内容的理解。基于线上评估数据，带教老师以互补原则对学
生进行分组匹配。成立小组的留学生和中国学生可以选择相对熟悉、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并
协作完成线下实验内容，这种学习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4]。互补原则的分组，合理化地促进小组内
部相互学习，加强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合作交流，促进双方形成更多纬度的国际化视野。
“国际微课”的开展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有重要意义。对教师而言，授课场所不再局限于教室，他们
可以通过录制视频，让学生随时随地地学习；通过及时的线上评估，了解学生的掌握程度，方便优化教
学内容。对于学生而言，简短的微课视频更能让学生集中注意力，把握课程的要点，经过精心的信息化
教学设计，方便对课程预习、复，使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获得最佳效果[5] [6]。开展的互补式学习小组，充
分利用现有资源，打破“无交流式学习”现状，让留学生和中国学生在最大程度上合作学习。

4.“国际微课”在留学生探索性实验课中的应用
笔者以“探究苹果多酚对大鼠肺动脉高压的作用”这一教学内容为例，探讨基于微课的“国际微课”
在医学探索性实验课中的构建与实践。

4.1. 组建国际微课教学团队
课前，笔者制作了与实验课内容相关的教学视频，内容包括：苹果多酚的功效及应用范围、肺动脉
高压的研究现状、实验步骤的操作示范与注意事项等。需要注意的是，用于生理学实验的“微课”并不
仅仅是对实验操作的简单实录，而是要根据学生的特点、认知规律等设计出合理的教学流程，避免内容
的单调、枯燥。在本次实验授课中，笔者通过案例引导、问题启发、循序渐进等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增加了生理实验课的趣味性。例如，在“苹果多酚的功效与应用”这一视频中，笔者先从学生熟悉
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说起，即苹果多酚因其抗氧化功效在美容养颜、食品保存等方面的应用，让
学生对苹果多酚的抗氧化功效有一个初步的认知，进而一步步引导学生探究苹果多酚的药用价值；在“肺
动脉高压的现状”这一视频中，笔者罗列了大量有关肺动脉高压发病率与死亡率的数据和肺动脉高压患
者的照片，让学生认识到该疾病的严重性，可让其带着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到对该疾病的探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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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索的兴趣。
在课前 3 天，通过 QQ 群、微信群等方式将“微课”发放给学生，提前设计好教学活动(包括实验课
的主要任务、重难点、注意事项、分组机制等)。学生在上课前自主完成对教学视频的观看与单元知识点
评估，提前了解本次实验课的内容并记录下自己的疑问与想法，为实验课做好相应的准备。

4.2. 课堂协作交流阶段
完后线上微课教学后，带教老师依托线上评估数据，按照互补原则对学生进行分组。本次生理学实
验课共有 4 个学时。在第 1 个学时，笔者安排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对“微课”视频的内容进行交流讨论。
针对“苹果多酚对肺动脉高压的作用”这一课程内容，学生在提前观看“微课”视频后提出了相应的问
题，如“苹果多酚是如何提取出来的？”、“微课视频中的实验操作是如何证明苹果多酚对肺动脉高压
的作用的？”等等。通过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讨论，学生们交换了各自想法，也留下一些疑问，这些疑
问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课后的探讨。在第 2、3 个学时的时间内，学生根据提前布置的教学任务进行实践操
作，学生在观看了“微课”视频及进行了讨论后，他们更有目的性和条理性地完成实验操作。在最后一
个学时的时间内，笔者对整个实验进行总结，并对实验前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这种全新的教学
模式，小组的探讨，中国学生的协助让留学生更方便获得相关的学习资源和理解老师的教学，同时来自
各国的留学生也为当地学生带来多方向的思路。相互的合作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创新
性，从而提出更好的实验方法，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4.3. 课后反馈与改进阶段
课后三天内，学生通过微信群、QQ 群、微信公众平台等反馈建议与意见，从而发现教学准备阶段和
教学实施阶段的不足，实验带教老师根据情况及时作出调整。同时，完成国际微课的学习小组交换学习
心得和体验，对上次实验课的内容及时总结，并将交流结果整理反馈给老师。同时，学习小组依旧可以
在课后阶段对于各自的学习状况与疑难问题进行讨论与解答，进一步掌握与巩固专业知识以及加强中国
学生与留学生的友谊均有一定意义。

5.“国际微课”尚存在的问题
5.1.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弱
国际微课教学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把老师推向了“幕后”，学生成为了整个学习过程中的
主角。只有当每个学生都能自觉观看老师发布的“微课”，初步理解课堂的内容，并记录下自己的疑问，
在课堂上与同学和老师交流讨论，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倘若学生缺乏自主学习的能力或者缺乏学
习的自主性，对“微课”应付了事，不参与课堂的讨论交流，则严重影响了教学的进度与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增加一些实时、必要的干预措施。如在每节实验课结束后，老师在微信
平台上公开学生的学习进度与活跃度排名，及时表扬学习认真的同学，从而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5.2. 增大了教师的工作量，带教老师压力大
实验带教老师需要在课前提前搜集各种有用的学习资源，并把各大知识点转化为立体、真实的问题
或任务，制作出短小精悍的“微课”，同时设计出合理的学习指导方案，引导学生通过对问题或任务的
解决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在学生完成线上学习，老师需要熟悉每一位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并对留学
生和中国学生进行针对性地互补匹配，在课堂上，教师还要组织、引导学生在讨论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帮助他们完成对知识的总结和提升，并随时随地都要耐心解释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这大大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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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验带教老师的工作量。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通过以下方式解决：首先，教师可以选择网上的优秀教学资源，如高校
精品课程平台等作为微课的视频来源，这样既可以保证微课视频的质量，又能降低教师工作量。其次，
学校也可鼓励更多的教师投入到新的教学模式中，如增加实验带教老师的酬劳、发放一定的补贴或者减
少每个实验带教老师所带的学生人数等。

6. 结论
在留学生的探索性实验课教学中，根据来华留学生的特殊性，设计出具有很强针对性的教学模式：
基于微课的基础上，国际微课创立互补匹配在留学生课堂融入中国学生，双方共同完成课程内容，打破
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群体无交流的现状，加强彼此思维碰撞和交流学习。同时，笔者利用微课“主题突出、
短小精悍、交互性好、应用面广”的特点，继续将微课应用于医学实验教学中。在国际课堂的教学中，
强调了学生主导，和匹配小组成员共同探讨学习，真正做到学生是课堂的主人。
“国际微课”作为一种符合信息时代和教育教学规律的全新教学资源，无疑是高效率的教学模式和
有效的教学改革途径，打破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零交流现状，充分发挥留学生的环境优势，不断提高医
学留学生的教学质量，对于推进留学生教育信息化国际化的内涵发展，变革留学生教育的教学方式和留
学生的学习方式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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